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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上“九宫格”的路口，要让司机一眼看懂
专家表示自己遇到也难免迷糊，左转、右转灯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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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云鹤

设计初衷是什么？

山东交通学院智能交通研究
所副所长、高级专家赵玉玺认为，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
范》（GB 14886-2016）（以下简称

《信号灯规范》）中“九宫格”红绿灯
的设计，是为分车道通行进行指
示，通过左转和右转分开控制车
流，有利于车辆更有效率地通行。

以济南为例，经十路和舜泰
广场这种超大路口，如果不进行
左转和右转控制的话，它的交通流
会有冲突。比如，东西向是绿灯时，
行人正在过马路，然后左转的车却
没有完全转完，如果信号灯进行单
独控制有利于避免这种情况。

另外，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
者透露，设计新的红绿灯组合，还
有一个初衷是方便色弱和色盲群
体辨识。

以前的红绿灯都是非标准的
灯，行业标准里叫复合灯，就在一
个灯头上面，既有红灯也有绿灯；
或者是两个灯头，上面是红灯，下
边是绿灯，倒计时都在那一个灯
盘里面显示，绿灯倒红灯，红灯倒
绿灯，色盲或者色弱的群体很难
对其进行识别。现在信号灯一般
是三个灯盘，红、黄、绿，可以通过
分辨亮灭变化知道红灯还是绿
灯。

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赵玉玺表示，“九宫格”红绿灯
有一点值得改进，就是左转、右转
灯灭状态容易让人误以为灯坏了。

按照《信号灯规范》要求，车
辆左转、右转时，允许灯灭状态，
这样很容易让人误解。赵玉玺表
示，作为业内人士，他自己开车走

到这种路口，看到只有直行圆灯
亮，有时候也会很迷糊。

因此，他建议如果是“九宫
格”的红绿灯状态下，改变只有直
行灯亮，左右转不亮的组合，如果
不让通行就是红灯或者允许通行
它就是绿灯，有一个状态指示，恢
复成老百姓以前的习惯。

遇到了怎么走？

交管部门相关人士表示，交
叉口机动车信号灯设置了左右转
箭头灯和满屏灯时，左转车辆按
照左转箭头灯指示状态通行，红
灯停止、绿灯通行；直行车辆按照
满屏灯指示状态通行，红灯停止、
绿灯通行；右转车辆按照右转箭
头灯指示状态通行，红灯停止、灭
灯通行。“记住这个口诀：红灯停，
绿灯行，左转不亮看直行，右转不
红不用停。”他说。

据了解，“九宫格”红绿灯已

经不是第一次被关注。虽是旧闻，
为何频频被热议？赵玉玺认为，一
是和老百姓的出行息息相关，尤
其现在堵车的情况比较常见，大
家对这类话题比较敏感；二是老
百姓对法规了解得比较少；三是
信号灯有四到五年的使用寿命，
从国标出台到现在已经有五年的
时间，有的红绿灯坏了却没有及
时更换，许多地方的红绿灯也到
了集中更换的时间，所以很容易
被广大网友注意到。

赵玉玺认为，现在机动车、非
机动车等越来越多，交通环境也
随之变复杂，相关部门需要进行
精细化管理，提高通行效率，为老
百姓出行提供更大方便。他建议，
相关部门对相关的交通改善措施
加大普及，合理引导。

倒计时读秒会被取消吗？

红绿灯倒计时读秒，是根据
2014年12月11日发布、2015年1月
1日实施的《道路交通信号倒计时
显示器》（GA/T 508-2014）标准
执行。这是一个行业标准，并不是
国标，所以不是强制执行。

赵玉玺认为，红绿灯读秒是一
种通行预期，让马路上的司机有一
个车辆起步的心理准备，有存在的
必要性，不会被取消，只会更合理
化。比如，之前的倒计时不规范，一
般是从30秒开始，那么就会出现闯
黄灯的情况，而现在一般路口都保
留了倒8秒，这个时间比较合理，大
家的心理预期不会很急迫。

“现在新式人行灯的灯柱也
有一个类似倒计时的显示，这也
是变相的倒计时。”他说，细心的
司机可能会发现，在一些城市使
用地图时，地图上也会显现一些
读秒功能，在到达路口前就能看
到红绿灯的状态，这都体现了交
通管理越来越精细化。

记者 刘云鹤

超车或遇有紧急情况
不受禁鸣令限制

记者注意到，通告的落款是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济南市公安
局。通告原文中提到，禁止机动车
(含摩托车)在绕城高速公路(不
含)以内区域鸣喇叭；警车、消防
车、工程救险车、救护车执行紧急
任务时可断续使用警报器，22时
至次日6时一般不得使用；在禁鸣
区域内机动车违反禁鸣规定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条规定，可处以二十元以
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本通告中

“绕城高速公路”，是指G35济广
高速公路济南段、G3京台高速公
路济南段、G2001绕城高速公路
南线、G2京沪高速公路济南段；
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要自觉遵守禁
鸣规定，服从交通民警的管理，增
强社会公德意识，维护良好的城
市形象。通告自2022年8月20日起
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6月30日。

通告发布后，引发不少市民
热议。有市民表示，如果在路上遇
到特殊情况怎么办？比如绿灯亮
了司机还在磨叽或者即将发生危
险也不能鸣笛吗？

记者注意到，通告中有一条
特别提醒，根据现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机动车驶近急弯、坡道
顶端等影响安全视距的路段以及
超车或者遇有紧急情况等情形应
鸣喇叭示意的，不受禁鸣喇叭的
限制。这也意味着，遇到特殊情况
是可以鸣笛的。

是5年前禁鸣令的延续
只有发布主体产生变化

记者梳理发现，济南在2017
年发布过禁止鸣笛的通告，绕城
高速内禁止机动车鸣笛，于当年8
月20日生效。这次通告和之前有
何区别？

济南交警支队相关人士告诉
记者，并无不同，只不过是发布主
体变了。今年6月5日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将

“根据生活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定
禁止机动车辆行驶和使用喇叭等
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的主体

由原来的“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改为“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

此次通告的发布是2017年
《关于禁止机动车在绕城高速公
路以内区域鸣喇叭的通告》（济公
通[2017]165号）文件的延续执
行，内容没有发生变化。

“通告的继续执行，将对教育
和引导市民增强安全文明出行意
识，共同抵制恶意鸣笛、随意鸣笛
的交通违法行为，推动我市创建
精神文明典范城市起到促进作
用。”上述人士表示。

鸣笛问题由来已久，市民也
一直深受其扰，但苦于取证难题
一直没有进入济南交警常规查
处。为解决取证难题，5年前，济南
交警引进声呐抓拍系统。禁鸣令
生效的同时，大明湖路省府北门
附近的首个声呐抓拍设备也正式
上岗启用，开拍乱鸣笛。

禁令生效当天，济南交警历
下大队就组织了整治行动，一名
大客车司机在大明湖路因鸣笛被
查，被处以罚款50元不记分的处
罚，成了最严禁鸣令生效后被处
罚的第一名驾驶人。

这次继续延续禁鸣令，下一
步如何监管？

济南交警支队人士表示，市
区有声呐抓拍设备以及民警现场
执法，“处罚不是目的，希望广大
驾驶人能够养成不乱鸣笛的习
惯”。

评论员 朱文龙

8月22日，红绿灯
“新国标”冲上了热搜，
各种解读加动漫演示，
看得人晕头转向。当晚，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
究所发布通报，称不存
在2022年实施的红绿灯

“新国标”。目前，各地在
用道路交通信号灯符合
现行标准，不需要进行
更换。此外，通报还指
出，“公安部交通管理科
学研究所孙正良同志未
认证开设新媒体账号、
未进行直播。”

这份通报的发出，
让网友明白了，所谓的

“红绿灯新国标”不过是
一场误解。很多陷入焦
虑的司机因此长舒了一
口气。事情到此，似乎应
当画上句号了。但是复
盘整起事件，有个问题
不得不让人深思，那就
是，关于“红绿灯新国
标”的错误解读，为何能

“火”起来？
在这方面，一些自

媒体和营销号难辞其
咎。其实，从通报来看，
所谓“新国标”其实没
那么“新”，这套国标乃
是2016年制定，2017年
开始实施。而且“九宫
格”设计只在少数情形
中使用。一些自媒体和
营销号为了吸引眼球
博流量，在进行所谓“科普”
时却不顾事实，怎么夸张怎么
说，怎么吸引眼球怎么写，于
是乎，诸如“红绿灯取消读秒”

“红绿灯变九宫格”等，越传越
像模像样，网友们自然就被绕

进去了。
显然，这些自媒体和

营销号的行为，不仅误导
公众，还干扰了公共秩序。
至于通报上所提到的，有
人以“新国标红绿灯设计
者孙正良”的名义进行直
播，更是蹭流量的不齿行
为，已经对他人名誉造成
了侵害。恶意传播谣言，干
扰社会正常公共秩序，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假冒国家
工作人员的身份或职务对
网友进行欺骗和误导，更
涉嫌构成妨害社会管理秩
序罪，对于这种肆无忌惮
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应
该从严追究，以儆效尤。

这起事件给相关部门
提了个醒。出现误读误解
的信息，发现虚假信息的
节奏和风向时，相关部门
的反应还要再快一些，不
要任由子弹飞，要及时澄
清事实，防止一些别有用
心的人制造矛盾，炒作话
题。此次公安部及时辟谣，
便是管理部门与民众的一
次良好互动。

另外，明明是谣言，却
能够在短时间内引爆舆
论，引发数以千万计的人
参与讨论，这种现象也应
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事
实上，像“红绿灯取消读秒”
这样的言论，能够在舆论
场上“兴风作浪”，原因便在
于契合了民众不希望红绿

灯规则过于复杂的心声。因此，
相关部门在进行交通信号灯设
计时，一定要坚持简单易懂，不
折腾民众的原则，倘若有大的
改动，应做好宣传，多做解释，
给民众以适应的时间。

文/片 记者 刘云鹤

“济南终于有C6驾考培
训了，我们得知消息后立即
报名了。”学员张先生兴奋地
说。8月21日上午，济南首台
C6驾考培训车在济南中建
驾校正式交付投入教学，这
就意味着想开半挂式房车的
市民足不出市就能学车考
试。什么是C6?报考有什么要
求？考啥内容？难不难学呢？

今年4月1日起，新修订
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62号）
正式实施，新增轻型牵引挂
车准驾车型（C6），让更多想
开着房车去旅行的市民可以
持证上路。

那么报考C6驾照有什
么要求呢？济南中建驾校校
长任学岭介绍，申请轻型牵
引挂车准驾车型的驾照，只
能通过增驾来获得，并且需要
符合三个条件，年龄在20岁到
60岁、持有C1或者C2驾照一年
及以上，并且在近一个记分周
期内没有记满12分，然后通过
驾驶培训和考试，可以拿到C6

驾照。已经持有A2驾驶证
的可以直接增驾轻型牵引
挂车。

济南中建驾校教练段
朝杭介绍，C6需考科目二
和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
常识，科目二考试项目包
括桩考、曲线行驶、直角
转弯三个项目，重点考核
驾驶人对车身位置、移动
轨迹的感知力、判断力、
操作力，确保具备轻型牵
引挂车安全驾驶的能力，

“从目前培训的情况来
看，倒车入库是难度最大
的，因为和正常倒车比，
方向是反着打的。”不过
段朝杭认为，总体来说，
学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学员一般开一两次就能
达到考试水平，“从报名
到查体，再到学车，二十
几天就能拿证。”

济南绕城高速内禁止机动车鸣笛
有效期到明年6月30日，违者最高将处2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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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城市文明形
象，控制交通噪声污染，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
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
合本市实际，近日，济南发布
禁止机动车(含摩托车)在绕
城高速公路(不含)以内区域
鸣喇叭的通告。通告一发布，
立马引起热议。

首首台台CC66驾驾考考培培训训车车已已就就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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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新国标”
红绿灯启用的消息登上
热搜。虽然公安部交通科
学研究所当晚已经辟谣，
但背后依然有值得深思
的问题。“九宫格”红绿灯
很少使用，但在启用“九
宫格”的路口，如何让广
大司机一眼看懂？红绿灯
读秒的科学性和必要性
又在哪儿？对此，记者采
访了相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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